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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李爱成 欧阳石

“以前，这个水塘破破烂烂，蓄不了水。10天前，3
个干部驻到我们村，我跟他们一说，没想到才几天，
挖机、水泥就全到场了。”4月15日上午，耒阳市南京
乡集景村65岁的李春秀大妈指着正在施工的禾坪前
池塘，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今年初， 结合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耒阳市开展“三联三促”活动，即政法干部联村促
矛盾纠纷化解、机关干部联村促民生实事办理、乡镇
干部联村促村级经济发展。全市2000多名党员干部
分赴各自联系村，察民情解民难。

“开展‘三联三促’ 活动，旨在促使各级党员干
部下基层、办实事，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耒
阳市委书记彭玉明介绍，至4月15日，全市联村干部
已走访农户20多万户， 发放“民情联系卡”20余万
份，收集群众诉求4100多件，为民办实事440多件。

把矛盾化解在群众家门口
4月6日下午，在耒阳市导子乡紫江村，来了农科

村的十几个村民代表。原来，两个村因绿化用地产生
了矛盾，双方互不相让。联村干部罗峰等3人“兵分两
路”，到两个村挨家挨户走访、了解情况，决定两个村
互派代表协商处理。 协商会上，3名联村干部听取双
方意见后， 就土地与林业产权归属等争执焦点进行
耐心调解，最终双方签订协议，握手言和。

耒阳市“三联三促”活动开展以来，联村干部进
村入户，主动排查、调解矛盾纠纷，并建立“村民矛
盾纠纷台账”，已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20余起。

把实事办到群众需要处
“猪老板，等这条路修好了，你就方便了，要扩

大规模赚大钱哦。”
“你这家伙，路修好了你做南竹生意，还不是一

样方便咯。”4月12日， 南阳镇天门村村民梁瑞东与
养猪大户梁瑞兰相互调侃着。

两人所说的“路”，是天门村6组至盐沙村4组一条
长约2.5公里的砂石路。这条坑洼不平的“断头路”，是
天门村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要想富，先修路。我们
一定想办法把这条路建成水泥路。”村民大会上，联村
干部向群众承诺。经联村干部多方奔走协调、筹集资
金，这条困扰天门村多年的路终于动工修建。

在耒阳， 群众的需求就是联村干部工作的
“方向标”。 新市镇高炉村曹峰想办农机合作社，
联村干部与他结对，帮他发动村民、购置农机。夏
塘镇村民廖满生想搞油茶种植， 缺少启动资金，
联村干部帮助贷款50万元，并请来油茶种植技术
人员为他跟踪服务……件件暖心事， 桩桩暖人
心。在致富谋发展的路上，联村干部和百姓紧密
相连，心更近了，情更浓了。

把关爱送进群众心窝里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你放心，我会听爷爷

奶奶的话……”4月6日， 是太平乡赶集的日子， 一大
早，快两年没见到父母的留守儿童阳照远和奶奶来到
乡远程教育站，正在值班的乡干部陈宏忠一边打开电
脑，一边拿出电话，与阳照远的爸爸联系上。不久，电
脑显示屏里出现了阳照远熟悉的身影。看着视频里的
爸爸、妈妈，阳照远嘴里说着话，眼里泪水直打转。

耒阳有12.8万名留守儿童， 还有不少空巢老人
和失独家庭。 在这个庞大的群体里， 很多人情感孤
独、无人照料、生活艰辛。市“三联三促”活动开展后，
联村干部与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失独家庭结成帮扶
对子，定期走访、帮扶。乡镇、街道还设立24小时热
线求助电话，为他们提供“随叫随到”的服务。

同时，耒阳市整合教育、计生、民政、卫生、文化
等部门力量，定期开展学习辅导、巡回义诊、巡回义
演、养老关怀等活动，并利用农村远程教育站资源，
建立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与外出亲人的视频通话系
统，让他们进行视频通话。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随着“三联三促”
活动的开展，耒阳市广大党员干部眼向基层看、劲往
基层使、情向基层倾，自觉融入群众中，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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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阵雨 15℃～18℃
湘潭市 阵雨 15℃～18℃

张家界 中雨转阴 14℃～17℃
吉首市 阵雨转阴 14℃～17℃
岳阳市 中雨转阵雨 14℃～17℃

常德市 中雨转阴 14℃～17℃
益阳市 阵雨转阴 15℃～17℃

怀化市 小雨转阴 13℃～17℃
娄底市 小雨转阴 14℃～17℃

衡阳市 小雨 15℃～21℃
郴州市 阵雨 15℃～28℃

株洲市 阵雨 15℃～18℃
永州市 小雨 16℃～25℃

长沙市
今天，阴天转阵雨，明天，阴天有阵雨
北风 2~3 级转南风 2~3 级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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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近了，情浓了
———耒阳开展“三联三促”服务群众纪实

本报4月20日讯（通讯员 何
宜军 ）今天，邵东县旅游局对外
宣布，该县计划于4月底至5月20
日举办邵东县第一届“东芳雅玫
瑰节”，利用玫瑰产业优势，挖掘
乡村特色景点，打造农业休闲旅
游圈，促进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
展。目前，玫瑰节各项准备工作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近年来，邵东县大力扶植发
展生态旅游观光农业，相继组建
了湖南省东芳雅玫瑰研究中心、

县天香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县
团山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县东芳
雅农场。通过“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模式，打造生产、加工、
销售“一条龙”玫瑰产业链。目前，
该县已有上万亩玫瑰种植基地，
有3000余户农民参与玫瑰种植，
农民户均年增收超过5万元。预
计5年内， 该县玫瑰种植面积将
超过10万亩， 形成以玫瑰精油、
玫瑰护肤品、 玫瑰花茶为核心产
品上亿规模的玫瑰产业链。

通讯员 王玖华
本报记者 贺威

今年50岁的康文靖，是娄底市农业局技术管理
处的副主任，他在双峰县花门镇群楼村扶贫，被老
百姓亲切地称为“泥腿子”扶贫干部。

日前， 群楼村在上托塘水塘打混凝土基础，10
余名村民干得正欢。脚穿雨靴、与农民无异的康文

靖正肩挑砂子铺路。 村支书刘继红介绍：“这是我村
改造、 整修的第11口山塘。”“防渗防漏可保70年以
上。”浑身汗水的康文靖紧跟话题。

群楼村有468户1848人。2013年3月， 康文靖和另一
名干部驻村扶贫。“去年3月8日那天康主任一来，就跑地头
去了。” 村妇女主任贺安香对此印象尤深,“康主任住在我
家，不摆架子，与村民同劳动，村民都愿意接近他。”

群楼村阳光充足，水资源丰富，适宜种植优质水

稻、发展特优农产品。通过康文靖的引导推动和村支
两委的共同努力，拥有51户、260名社员、投资200多
万元的双峰县安香特优农产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于去年底成立了, 富晒富锌红米和黑糯米新品种试
种各项指标现通过了省农科院检测。 合作社计划今
年推广富硒富锌的红米、黑糯米、高档优质稻等特、
优水稻50亩，种植辣椒、豆角等时鲜蔬菜30亩，引种
红糯米、紫红薯等新品种进行示范。

“他解决了4个组400多人喝水问题，自己出
钱引进新品种送农户，开私家车送薄膜落实双季
稻……”村民对康文靖赞不绝口。

邵东万亩玫瑰香
有3000余户农民参与玫瑰种植

“泥腿子”干部村民爱

深入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4月20日， 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电院社区居民在 “社区听证
会” 上反映问题。 该 “社区听证会” 每季度举行一次， 通过公开社区
财务、 党务、 居务清单， 请居民评议、 监督， 为社区建设讲问题、 出
点子， 打造阳光社区。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